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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Mission)
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
靈卓越的人才。

淡江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4年5月5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1時50分
活動地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CL506會議室同步視訊
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會議議程：
時間

分鐘數

議程

12:10-12:30

20分

報到及用餐

12:30-12:35

5分

主席致詞

12:35-12:40

5分

介紹師長

12:40-13:45

65分

自由發言及問題答復

13:45-13:50

5分

主席結語
散會

13:50

附註：
一、發言時請先報告系級、姓名，並將內容書寫於發言條，以便記錄。
二、請把握簡明扼要原則，每次發言以 2 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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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Vision)
弘揚私人興學的教育理念，創造精緻卓
越的學術王國。

淡江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代表座談會建議與回復
淡江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建議與回復表
編
號

1

學系

資創系
應資組

2

資創系
軟工組

意見與建議

回復
單位

回復意見

蘭陽校園主任室（春暉業務）
一、本校為無菸校園，應對違規吸菸事件採取有效
管制及防制措施，加強設置禁菸標示、衛生教
建議於校園及宿舍內加設吸
育宣導、環境清潔及增加校園安全巡邏稽查頻
蘭陽校園
菸區，避免造成同學的困
率，期使同學共同體認菸害防制之重要性，營
主任室
擾，也可以提升環境整潔。
造健康生活環境。
二、為加強菸害防制作為，請同學共同檢舉，自即
日起，情節嚴重者將函報衛生單位裁處。請共
同遵守相關規範。
蘭陽校園主任室（圖書館業務）
一、為滿足學生彩色列印/影印需求，同時建構免插
卡、一台列印多台輸出等便捷環保的使用環境
，蘭陽校園公用影印機自104年1月1日起全面改
用感應卡設備，因影印機已整合至列印管理系
統中，目前無法支援隨身碟列印功能，建議同
影印機請加設隨身碟列印功
學於個人電腦安裝遠端列印程式，即可隨時進
能；另，現在影印機費用單
蘭陽校園
行列印，無須使用隨身碟轉存列印。
價為一面一塊，較外面廠商
主任室
二、影印機收費標準參考比照淡水校園圖書館，如
0.5 元略高，希望能體恤學
下表所示：
生。
尺寸/收費（元）
校園 類型
A4
B4
A3
5
10
10
淡水 彩色
校園 黑白
1
1
2
10
蘭陽 彩色
校園 黑白
1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將維持目前收費標準。

3

早鳥計畫請不要實行的這麼
嚴格，因為如果有學生必修
課沒有過，之後要再修到這
全 球 發
門課會非常困難，甚至可能
展學院
會導致延畢；而外系生如果
想跨系選其他系的必修課也
可能會修不到。

4

同學反應週五中午 12 點 20
蘭陽校園主任室（交通車業務）
分之交通車，系統顯示下山
蘭陽校園 經查同時段除 20 人座中巴外，另租 40 人座巴士協
後停靠兩站，但卻會發生下
助接駁；因 20 人座另須協助服務性社團至三民國
主任室
山後只到舊站，不停新站之
小，如再停兩站恐影響後續 13:00 發車，故該班車
狀況。
礁溪市區僅停 1 站。業務承辦人將車班資料掛網

語言系

2

資創系回復：
早鳥課程係依蘭陽校園排課要點第四點「學系一、
二年級專業必修課程排課先後順序為星期一、星期
五、星期二、星期四之第一、二節」安排，俾提升
學習成效。同學如需重修課程，建議於大三出國修
習課程時，選擇有相關課程的學校，在國外選修，
回國後再辦理學分抵免。

價值 (Values)
樸實剛毅、五育兼備、
學術自由、學校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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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意見
時，誤植停靠站資訊，相關疏漏已立即修正，感謝
同學提醒。

5

語言系

本學期部分正課排在週五下
蘭陽校園主任室（圖書館業務）
午之時段進行，但該時段圖
一、目前CL301視聽室於期中、期末考試前一週之星
書館已閉館，造成無法使用
期五已延長開放時間至下午5點。
電腦進行影印或列印。同學 蘭陽校園 二、經查每週五下午有正課2班、實習課4班，合計
建議若學校因人數不多而不 主任室
311人上課（不含社團學習與實作-入門課程、
開 CL329 圖書館，是否能調
小論文等不定期課程）
，考量同學需求，自5月1
整為僅開放 CL301 視聽室即
日起，CL301視聽室每週五開放時間調整至下午
可？
4時30分。

6

蘭陽校園主任室（福利部門業務）
一、校園現有洗衣、烘衣設備計14台（洗衣機8台、
烘衣機6台）
，提供715人住宿學生使用；惟設備
因洗衣機及烘衣機經常故
常因同學使用不當造成零件故障，報修後，廠
障，希望可以更新或增設； 蘭陽校園
商於2-3天內到校修復，如遇零件訂製時，約需
另，建議加裝 1 台兌幣機， 主任室
1週完成修復。
以利同學洗衣兌幣。
二、將與廠商協調，重新檢視不堪使用或故障率較
高之機器設備，新學年度予以汰舊換新。
三、設兌幣機部分，尚需進行瞭解有關機型與效益
及廠商設置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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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主任室（宿舍輔導業務）
一、宿舍電梯外及公布欄均張貼公告提醒學生離開
為維護學生安全，希望可以
寢室務必關閉門扇並上鎖，避免他人侵入造成
蘭陽校園
在宿舍加裝監視器，降低私
財物損失之防盜觀念。
主任室
人物品失竊率。
二、住宿生活動空間除個人寢室外，尚包含公共區
域，加裝監視器，恐影響每位住宿生活動空間
私密性，需審慎思考。

政經系

8

蘭陽校園主任室（交通車業務）
一、經查目前大四學生並無因宿舍不足而導致無法
住宿等情事；若為假設性問題，事涉未來主客
如大四未能抽到住宿資格，
觀條件(租賃合約、校規…等)變異，無法概依
蘭陽校園
是否可以請學校週一至週五
現行派車規範回復。
主任室
加派校車早晚接送同學。
二、學校仍會以服務同學，盡量滿足同學需求為目
標；目前已積極協調大眾交通資源入校，預計
104學年將有初步成果，如有最新消息，將立即
通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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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園每週四設有大四專
蘭陽校園主任室（交通車業務）
車，僅限大四生申請，建議 蘭陽校園 一、蘭陽校園為住宿學院，同學於星期一~四應住校
開放提供給其餘沒課學生， 主任室
，僅週三12時至23時及週五12時至週日23時可
但申請時必需出示課表證
自由出入校園，非上開時段，除請假外不得離

政經系

3

策略 (Strategies)
實施波段建設，營造四個校園
實踐三環五育，培育卓越人才
落實三化教育，創造學術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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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蘭陽校園主任室（福利部門業務）
一、學校目前有4家餐廳，亦曾多次招商，但餐飲經
營者基於成本考量，多無法常久經營，因此，
現僅能就現有承包商要求增加販售種類。
希望能增加學生餐廳種類及
蘭陽校園 二、蘭陽校園星期三下午未排課，多數學生下山或
數量，並延長每週三及週五
主任室
於宿舍大樓周邊及活動中心活動，至學生餐廳
的營業時間。
用餐者為少數。為提供服務，103學年度第1學
期，與元氣快餐協調，星期五服務至下午6時30
分，然實施一個月後廠商回復，學生消費人數
未達10人，實無延長營業時間之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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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創系回復：
請問是否可以開放必修課程 全 球 發 必修課程是指本系根據課程架構與目標所設計的專
業課程，教學內容是以本系發展特色為主，所以必
至淡水校園修課?
展學院
修學分數只能承認本系所開設的課程；外系課程的
教學內容，僅能屬學生個人之多元學習。
因每週一為蘭陽日，所有師
資創系、觀光系、語言系、政經系回復：
生必須穿著正裝，希望可以 全 球 發
配合推動蘭陽日著正裝，自 104 學年度起，週一不
將週一體育課排開，提高學 展學院
排體育課及服務學習課程。
生穿著正裝意願。

11

12

13

產
經
系

14
戰
略
所
15

校，無課餘接駁需要。
二、學校交通車除擔任接駁外，平日另需支援教學、
行政等公務使用。週四為住校日，因考量大四
同學至淡水修課或因週五無課提早返家之需求
，凡預約人數滿12人（含）以上，即開放行駛；
此專車不宜開放一、二年級預約搭乘。

體育事務處
一、五虎崗球場目前在休息區域設有簡易遮陽棚供
同學休息使用。
希望能在五虎崗球場蓋個遮 體育事務
二、體育課程均有安排雨備教室。
雨棚或有其他能避雨的方 處
三、本處將再與總務處針對風雨球場部分開會討論。
總務處
案，舉例像「風雨球場」。
總務處
建請體育處先行評估風雨球場之必要性、經濟性及
適當地點，本處節能與空間組再行配合規劃。
覺生紀念圖書館一般區的冷
圖書館空調系統屬於中央空調冰水主機系統，由總
氣太冷，開關感覺上沒有作 覺生紀念 務處統一管制溫度，日後若發現有異常冷或悶熱的
用，是否有相關管道可以即 圖書館
現象，請就近向 5 樓、3 樓或 2 樓服務櫃台值班人
時反應。
員反映，以便通知總務處調整或修繕。
是否可以請學校公布有簽約
一、本校淡水校園福利業務委辦商家資料請參考本
的廠商名單（如：合作的飯
處 網 頁 福 利 商 店 訊 息 ， 網 址 為 ：
總務處
http://www.general.tku.edu.tw/enable/jindex.php
店等）
，這樣各系所在舉辦學
。
術活動時如果有學者住宿的
4

策略 (Strategies)
建立Ｓ形曲線，活化第二曲線
發揮馬太效應，爭取社會資源
善用藍海策略，創造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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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
科
系

19

20

教
科
系

意見與建議

回復
單位

回復意見

需求可以逕行辦理，不用再
二、另本校員工福利委員會亦有提供校外簽約合作
，
請
參
考
自己去找相關的資源，對外
店
家
名
單
http://welfare.tku.edu.tw/main.php 。
也比較統一，擴大使用規模
能增加外部廠商合作意願，
最終還是能讓學校有更多外
部資源。
某些系隊在使用籃球場時，
一、本處將於室內外場館明顯處公告「嚴禁佔場，
休息時也會佔場地，是否請
球場輪流使用」
學校能加以宣導，讓每位同
二、如同學在球場時遇到佔場情形，請逕向體育事
學都能享有公平使用場地的
務處體育活動組告知。
機會？建議在籃球場使用熱 體育事務
門時段（18：00 至 22：00） 處
禁止佔場，休息時就應該把
場地禮讓給其他等待的同
學，較為公平，或請學校能
公布具體可行的管理措施。
一、各校學雜費收費基準均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辦理。
學費太貴，是否可調降學
財務處
二、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迄今學雜費收費標準均未調
費。
整，在私立大專院校中收費標準亦屬中等（同
學可至教育部網頁參考各校收費標準）。
請多加利用本校福利業務委辦廠商迦南餐廳提供網
路訂購低碳便當服務，可自由選擇於商管大樓 1 樓
學生餐廳數不夠，午餐沒地
總務處
中庭餐廳、海音咖啡或萊爾富便利商店取餐。歡迎
方吃。
同 學 下 載 「 淡 大 美 食 APP 」 或 使 用 網 頁
http://agms.tku.edu.tw/borrow/ 訂餐。
教科系已於 101~102 年逐步更新 L110 教室電腦設
備，電腦主機的效能十分完備。請同學不要在電腦
文學館 L110 電腦太慢，查詢
教育學院 教室玩遊戲、看影片、下載大容量的資料，以免網
資料耗時太久。
域負載過大，造成運作緩慢，將請值班學生加強注
意。
考試小表是否可以提前 1 至
由於過早印出學生考試小表，將造成排考有異動
2 週公布，不然每次都是考
時，學生資料不正確，故仍以考前 10 天公告為宜。
教務處
試前幾天才能知道，太晚
同學可透過任課教師，預先得知各科排考狀況，或
了。
至課務組洽詢以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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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Governance)
領導體系、四個管理模式、
全面品質管理、組織活化。

生活輔導組宣導資料
生活輔導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17、2817
一、各項意見彙整與答復：
(一)導師輔導學生意見彙整與答復置於生輔組網頁「導師輔導學生建議Ｑ＆Ａ」。
(二)班代表座談會會前建議及現場發言與回復內容，置於生輔組網頁「淡江大學班代表座談會」
，請
各位班代多加運用。
二、學生申訴與法律諮詢：
(一)本校學生或社團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可於收到或接受相關處分、措施或決
議之次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申訴相關訊息，請至學務處生輔組
「學生申訴」網頁查詢。
(二)為提供法律相關資訊以保障師生權益，本學年度繼續設置法律諮詢服務(寒、暑假期間除外)，詳
細資訊請至生輔組「法律諮詢服務網頁」查詢。
三、兵役：
(一)男同學辦理兵役緩徵(役男)及儘後召集(退伍後之後備軍人)身分等作業均以身分證背面之戶籍
地為依據。
(二)就學期間，男同學戶籍地若有異動，請主動攜帶身分證至「商管大樓 B402 室生活輔導組」填寫
《戶籍異動更正單》辦理，以確保兵役資料的正確性。
備註：女同學如需更改戶籍地址或全校同學需更改信件收件處，請至「行政大樓 A212 室教務處註
冊組」辦理。
四、學生安全及品德教育業務：
(一)機車請停校內停車場，避免違規遭罰。
(二)夜間避免穿暗色系衣著，減少因黑暗無法辨識導致的意外事件。
(三)提醒同學雨季來臨易因地面濕滑造成車禍，仍請同學們注意行車及步行的安全。
(四)騎機車勿搶快、蛇行，依規定行駛，不逞一時之快，永保一路平安。
(五)本校全面禁菸，請共同維護無菸校園環境。
(六)為防範及有效處理校園霸凌情事，如得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即通報學務單位或校安中心處
理。
(七)請禮讓身障同學優先搭乘電梯，「電梯向下時，上樓同學請勿搶搭」。
五、學生請假：
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之規定，事假須事先申請，2 日以上者，須檢具家長或監護人及其他有力
證明。學生寒暑假遊學打工或僑生返回僑居地，致影響上課情事者，仍須事先辦理請假手續，事後
請假一律不准假。學生請事假理由如為「出國」，請務必附上家長書面證明。
六、智慧財產權：
(一)「切勿不法影印書籍、教材」
、
「切勿不法下載」
、
「禁止使用無授權之應用軟體」
，以免侵害他人
著作權。違反智財權者，一經查證，依規定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二)本校 LOGO「TKU』已註冊，勿違法營利使用，勿侵害商標權。
七、就學貸款：
(一)就學貸款相關辦理流程及截止日期，請同學參閱當學期繳費單背面說明或及生活輔導組網頁「學
生就學貸款」專區，若仍有疑問可電洽生輔組承辦人。
(二)就貸生於「臺灣銀行就貸撥款申請書」填寫學生本人手機號碼(勿留父親或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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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Mission)
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
靈卓越的人才。

(三)至臺灣銀行辦理完成就學貸款對保後，需將「臺灣銀行就貸撥款申請書」第 2 聯儘速繳回生輔
組，俾便完成註冊程序，未依規定日期繳回者，將依規定懲處。
(四)一般生「本金+利息」還款為自離校或服役結束後 1 年開始攤還。在職專班生自離校後次月開始
攤還。
八、學生團體保險、學產基金及緊急紓困金申請：
(一)凡本校參加團保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傷害事故，以致身故、殘廢或需住院、手術及門診治療(不
含疾病未住院門診)，於發生事故 2 年內，持有醫院或診所開具之相關完整文件，可至生活輔導
組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
(二)休學生可依個人意願另繳學生團保費，保險得以延續，並於第 1 學期 10 月 31 日、第 2 學期 3
月 31 日前至生輔組申辦。若因傷病休學仍需申請保險同學請特別留意另繳團保費以保留保險，
以免喪失保障權益。
(三)凡大學部學生傷病住院 7 日以上、重大傷病、死亡，且家庭所得及財產符合教育部規定，可申
請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學生父母失蹤，或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或其他因素
未盡撫育責任者；父母因天然災害受傷住院者，父母符合重大傷病標準、父母死亡，可申請學
產基金急難慰問金(所得合計逾百萬、財產逾千萬不另核給)；申請重大傷病於重大傷病卡有效期
限內可申請，申請其他事項需於事發 3 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申請。
(四)學生父母(監護人)罹患重大傷病或死亡、或遭逢重大事故，致使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影響學生就
學者，可由當事人、導師或系教官以書面陳述事實，檢附佐證資料提出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
九、獎學金業務：
校內、校外獎學金依相關規定陸續辦理，有關申領資訊，均可由下列網頁查詢：
(一)淡江首頁下方宣導資訊《就學補助及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專區》。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file/section3/service/00/total.jsp
(二)學務行政整合系統：學生事務處網頁->學務整合系統(SSO)->淡江大學個人化入口網。
十、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
(一)教育部各類生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相關規定，可由淡江首頁下方宣導資訊《就學補助及學雜費
減免→學雜費減免專區》查詢。
(二)提前申請下學期就學優待減免將於 6 月上旬開始。
十一、學生出國補助：
淡江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出國發表論文及創作補助要點、淡江大學學生出國參加國際競賽暨
獎勵補助要點，有關生輔組各項法規請至生輔組網頁「法規彙編」查詢，出國補助申請注意事項
及表格可至生輔組獎助學金專區下載相關申請表格。

請各位班代確實將相關資訊轉知班上同學
或傳閱宣導，謝謝！！！

7

願景 (Vision)
弘揚私人興學的教育理念，創造精緻卓
越的學術王國。

課外活動輔導組宣導資料
課外活動輔導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0、2224
一、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一）課程說明：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推行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即社團學分化)，本課程包
含 A-入門課程(於大一下學期依各系時間排課)、B-活動參與(單學期參加同一社團的活動
3 次以上)及 C-活動執行(單學期執行社團活動 1 次，亦即擔任工作人員)，日間部學生須
完成 A.B.C 三部份始修得 1 學分，進學班學生僅需完成 A 部分課程即可修得 1 學分。
（二）修課須知：
1.入門課程：大一學生班級依各系時間排課，全校共 90 班，大二以上學生須自行至選課
系統加選。
2.活動參與及活動執行認證：仍可選擇校內社團、校內單位或自主團隊進行活動認證。
校內社團及校內單位依各單位組織的規定由學生自行報名申請，自主團隊開班資訊則於開
學第一周於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公告選班。
（三）相關資訊可至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網頁(http://lpcs.tku.edu.tw/LPCS/)查詢，或至
課外活動輔導組(SG315)洽詢。

二、學生會暨學生議會選舉：
淡江大學第二十一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五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已經開始，投票日期；10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至 21 日(星期四)，每日上午 11 時至晚間 7 時，凡本校在學學生皆請踴
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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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Values)
樸實剛毅、五育兼備、
學術自由、學校自治。

衛生保健組宣導資料
衛生保健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373、2822
提供各項健康服務：
一、學生健康管理及傳染病防治
(一)大一新生健康檢查，針對異常個案追蹤管理，促進身體健康。提供校園衛生、安全的學習環
境。還有同學未收到健康檢查報告者，請上班時間親自携帶學生證或身分證至本組(海事博物
館地下一樓 M111) 辦理申請補發。
(二)為預防傳染病，提供各項衛生教育宣導:
１、落實正確且勤洗手等個人衛生措施;雙手避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的黏膜；咳嗽、打噴嚏
能遮掩口鼻，如有類流感症狀，請即刻戴口罩及就醫。如前往各地旅遊等，應注意自我
防護，出現發燒或類似流感症狀，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訴醫師旅遊史，以利診斷
治療。
２、應避免接觸禽鳥類，尤其切勿撿拾禽鳥屍體；食用雞、鴨、鵝（含蛋類）需注意完全熟
食。如需清洗飼養禽鳥排泄物時，一定要戴口罩、膠質手套及用肥皂洗淨雙手，以避免
感染。
３、抗旱省水之餘，手部衛生更不能忽略，建議同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減少手上微生物
數量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無法取得肥皂和清水的時候，可以使用酒精含量 60%至 95%的
乾洗手液清潔雙手，以避免致病菌經由雙手造成感染。
４、為預防結核病感染:
可透過結核病簡易篩檢法:有下列症狀達 5 分以上，建議可到鄰近醫療院所胸腔科就診檢
查。咳嗽兩週（2 分）
，有痰（2 分）
，胸痛（1 分）
，沒有食慾（1 分）
，體重減輕（1 分）。
５、重視安全性行為，謹慎交友，並提供自我保護方法：
(１)避免參加轟趴、性派對等危險性行為。
(２)不要與性生活史不明的對象發生性行為。
(３)若發生性行為時，一定要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
(４)若與不明對象發生未使用「保險套」的不安全性行為，可於 72 小時內至 41 家愛滋
病指定醫院，經醫師評估後，自費進行愛滋預防性投藥，並於不安全性行為後 1.5
個月、3 個月及 6 個月進行愛滋病毒篩檢。
二、醫療服務
(一)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內科診治及外傷處理之醫療服務，並適時轉診提供學生妥當照顧。 (請
攜帶學生證，完全免費，請多多利用！)
(二)如身體有不適情形可至衛生保健組就診：
醫師看診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 11:30
下午 1:30 至 4:40
晚上 7:00 至 9:00
三、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及衛生教育宣導
策略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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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波段建設，營造四個校園
實踐三環五育，培育卓越人才
落實三化教育，創造學術王國

(一)健康促進活動：改善生活習慣及行為，預防及促進健康，創造更健康的未來。
(二)衛生教育宣導：提供正確與即時的健康資訊，進而提升同學對健康瞭解，營造促進健康生活
環境。
四、提供營養規劃及諮詢、校內餐飲衛生安全管理
(一)提供營養諮詢服務：提供正確飲食相關諮詢，以利提升自我健康。
(二)膳食督導小組負責檢查校內餐廳飲食衛生：確保食品衛生安全，以預防食物中毒。
~為維護全校健康，如有呼吸道症狀者，

請務必戴上口罩並落實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

宣傳資料

流感預防好方法

結核病小檔案

預防愛滋病

每日飲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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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Strategies)
建立Ｓ形曲線，活化第二曲線
發揮馬太效應，爭取社會資源
善用藍海策略，創造競爭優勢

諮商輔導組宣導資料
諮商輔導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1、2491
1 問 2 應 3 轉介~你我都是珍愛生命自殺防治守門人：
多數欲自殺的學生常會透露自殺意念讓身邊的人知道，因此在學校內我們都有可
能遇到這些學生，成為自殺防治重要的把關者。近年來行政院衛生署推動「自殺
防治守門人」計畫，推出「1 問 2 應 3 轉介」的口訣，協助每個人能適當的回應
自殺意念者，透過簡單的口訣，便可挽救一條年輕的生命，讓你我都可成為自殺
防治守門人，使學校充滿溫馨及快樂。以下將簡介「1 問 2 應 3 轉介」的口訣：
一、「1 問」是指主動表達關心、專注傾聽、並詢問目前的生活情形。當懷疑學
生有自殺的可能性時，須主動表達關心的態度，多詢問學生目前的心情、想
法，毋須擔心多詢問會更引發自殺想法。常見問句包括：「最近的心情如
何？」
、
「看你狀況不太好，有沒有哪裡需要幫忙？」
、
「可以告訴我發生甚麼
事情嗎？」、「最近是不是感到不快樂？」、「會不會想睡著後就不要醒來」，
若與學生關係良好也可直接問「有沒有自殺的想法？」等。
二、「2 應」是指對有自殺意圖的學生給予適當回應，提供支持與陪伴。對學生
表達情緒的了解，協助學生釐清困擾，整理思緒，若能進一步提供「希望感」，
更能降低執行自殺的可能性。常見的回應方式包括：「如果是我，我也會很
痛苦」
、
「不管是誰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難過」
、
「發生這樣的事讓你有什麼
感覺？」、「有沒有人是你比較信任且可以幫助你的人？」、「我知道你很痛
苦，讓我一起幫助你好嗎？」等。
三、
「3 轉介」是指讓學生接受專業資源的協助。由於自殺的意念並不容易消除，
且協助者往往會背負著壓力，因此勸導學生接受專業人員的幫忙，能有效減
緩自殺意念。可直接帶學生或介紹學生至校內外輔導資源，例如校內諮商輔
導組、醫院精神科、心理衛生中心等，讓更多的人幫助學生情緒趨向平穩、
降低自殺風險。可轉介或洽詢之輔導資源如下：
(一)諮輔組電話：02-26215656 轉 2221、2491、2270
(二)諮商輔導組網路諮詢：淡江大學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心理健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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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Governance)
領導體系、四個管理模式、
全面品質管理、組織活化。

(三)諮商輔導組轉介單：淡江大學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表格下載淡江大學教職員生轉介申請表
(四)校外資源：
1.全省張老師：1980（依舊幫您）
2.全省生命線：1995（要救救我）
3.行政院衛生署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4.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淡水院區）：02-28094661 分機 2726~2728
5.馬偕協談中心（淡水院區）：02-28094661 分機 2179
6.國軍北投醫院：02-28935869
7.台北市立關渡醫院：02-28587000
註：參考資料 自殺防治中心 http://tspc.tw/tspc/portal/index/

情感教育宣導：
一、何謂「過度追求」：雙方當事者對互動的感受落差極大，追求者的認知及手
段異於常態，而追求行為是長期持續，令被追求者不勝其擾，並影響其正常
生活之進行。
二、受到連續劇、電影的影響，不少男女在追求心儀的對象時，會認為只要持之
以恆，就能打動對方獲得芳心，因而不管對方感受與反應如何，運用以跟蹤、
站崗等不適當的追求方式，造成對方的困擾或不舒服的感覺。這些追求行為，
可能有構成性騷擾之虞，但卻常被忽略。面對無好感的追求，拒絕的態度要
委婉、說辭要明確，平時要蒐證、處理要小心，且勿收受對方贈禮，若遭遇
過度追求，切記蒐證與求助。
三、危險情人：可能會使用下列的行為來控制對方:(A)高控制、強烈佔有或多

疑

的傾向，例如私下查看對方手機、禁止約束；(B)情緒的起伏大，容易暴躁
易怒，衝突時習慣將所有過錯推到對方身上，較自我中心；(C)會利用使對
方害怕的方式來控制對方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做，可能是肢體、性的暴力，或
破壞東西、傷害寵物等等；(D)另外在面對壓力或挫折時，有自殘或成癮的
行為。這些狀態已經符合危險情人的高危險群，當面對可能被拋棄的情況時，
傷害自己或他人就成為可能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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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三化教育理念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四、在校園中，若學生或同學疑似遭遇不尊重的相關言行舉止，而感到不舒服、
不自在、被冒犯、侮辱、威脅，需要找人協助澄清、申訴、提供諮詢等，請
同學轉介或請學生逕至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人協助。

性平教育宣導：
一、「霸凌」(bully)是指學生間欺凌與壓迫的校園暴力。其中「性霸凌」指以身
體、性別、性取向或性徵為題材，而加以譏笑、嘲諷、評論或侵犯。例如：
開性器官的玩笑、傳遞具有性意味的紙條或謠言、男生間的「刷卡」
、
「捉鳥」、
「脫褲子」、「阿魯巴」等涉及性器官的活動。
二、在校園中，若學生或同學疑似遭遇不尊重的相關言行舉止，而感到不舒服、
不自在、被冒犯、侮辱、威脅，需要找人協助澄清、申訴、提供諮詢等，請
同學轉介或請學生逕至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人協助。
三、本校性騷擾與性侵害諮詢與申訴管道：
★

性別平等委員會（行政大樓 A110）電話：02-2621-5656 轉 3056

★

性騷擾與性侵害諮詢與申訴信箱：help885@mail.tku.edu.tw

四、校安中心 24 小時緊急連絡電話 02-2622-2173。
~你的傾訴與申訴我們將以專業保密的態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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